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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方差分量估计的犆犎犃犕犘重力场恢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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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ＴＵＭ）提供的１００ｄ的ＣＨＡＭＰ卫星几何法轨道和ＧＦＺ提供的加速度计

数据，计算出了５０×５０阶地球重力场模型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并与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０３Ｓ、

ＥＩＧＥＮ２、ＥＩＧＥＮ１Ｓ、ＥＧＭ９６模型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模型精度明显优于相同阶次

ＥＧＭ９６模型和ＥＩＧＥＮ１Ｓ模型，并与ＥＩＧＥＮ２模型精度相当。

关键词：地球重力场模型；能量守恒；方差分量估计；ＣＨＡＭ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目前 ＣＨＡＭＰ重力场恢复的主要方法有

Ｋａｕｌａ线性摄动法
［１］、数值微分法［２４］、数值积分

法［２，５］和能量守恒法［６１３］等。能量守恒方法是目

前用于恢复ＣＨＡＭＰ重力场模型最常用和有效

的方法之一，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该方法进行了深

入研究，并将它成功应用于恢复地球重力模型的

计算中［７１３］。该方法的突出优点是计算简单、无

需轨道积分等繁琐的计算。然而，ＣＨＡＭＰ卫星

轨道数据及加速度计数据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如空

间环境、仪器稳定性等的影响，其精度在空间上和

时间上有差异，分布并不均匀，由此获得的扰动位

精度也不均匀。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大都假定

由能量方程获得的扰动位序列精度相同，从而在

参数估计中，都简单地取观测值的权矩阵为一单

位阵，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针对这一问题，本

文在能量守恒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方差分

量估计的ＣＨＡＭＰ重力场恢复方法。该方法可

合理确定各观测弧段的权矩阵，平衡其贡献大小。

１　能量守恒方法

惯性系下ＣＨＡＭＰ卫星运行中的能量守恒

方程可表示为［７１０］：

犜＝
１

２
狘狏狘

２
－犞狊－犞犿 －ω（狓狏狔－狔狏狓）－

犉－犈０－犝 （１）

耗散能量犉的计算公式为：

犉＝∫
狋

狋
０

狏·犪ｄ狋 （２）

式中，犪＝（犪狓 犪狔 犪狕）
Ｔ为非保守力引起的加速度

矢量，由星载加速度计测量得到。

由于ＣＨＡＭＰ卫星加速度计的其中一个电

极出现故障，导致所测径向方向的加速度值误差

较大［４，８，１３］。许多学者建议采用如下公式［８，１０］：

犉＝∫
狋

狋
０

狘狏狘·犪犜ｄ狋 （３）

式中，｜狏｜为速度矢量的模。利用该公式的理由

是，非保守力中量级最大的是大气阻力，而大气阻

力引起的摄动加速度正好是由加速度计沿迹方向

的分量犪犜测得。研究表明，利用该近似公式，其

误差最大不超过２％
［１３］。

由式（１）可求出卫星高度处的地球重力场扰动

位犜，根据扰动位与位系数间的关系，可利用时域

法或空域法确定位系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精密

定轨或重力场恢复，必须对加速度计数据进行重新

标校，目前常用的有现有重力场模型标定法和卫星

轨迹交叉点平差法［４］两种方法。本文将采用前一

种方法，其基本原理和算法可参见文献［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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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方差分量估计恢复犆犎犃犕犘

重力场模型

　　受空间环境、仪器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同

时间或空间的观测数据精度是不同的，有时差异

可能很大。为了说明这一点，选取ＴＵＭ 提供的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７日共６ｄ的几何法轨道，基于能

量守 恒 方 程 计 算 扰 动 位，并 与 最 新 公 布 的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Ｓ模型计算出的扰动位进行比较，

以每１．５ｈ为统计弧段（其理由是ＣＨＡＭＰ飞行

一圈大约９０ｍｉｎ），由此获得各弧段的扰动位差

值统计结果，以此评价各弧段扰动位的精度，结果

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ＣＨＡＭＰ卫星各弧段扰动位精度情况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ｃｓｆｒｏｍＣＨＡＭＰ

从图１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弧段扰动位的精度

有差异，且较为明显，因此，在重力场恢复中应加以

考虑。在实际应用中，这种差异在验前无法准确地

给出，因此，只能通过验后信息进行调节，方差分

量估计方法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１４］。

假设有犽类或犽种精度的观测值，相应的误

差方程可简单地表示为：

犞１ ＝犃１犡－犔１

犞２ ＝犃２犡－犔２

…

犞犽 ＝犃犽犡－犔犽

（４）

式中，犃犻（犻＝１，…，犽）为狀犻×犿 设计矩阵；犔犻为

狀犻×１观测向量；犞犻为对应于犔犻的残差向量；犔犻的

先验权矩阵为犘１，犘２，…，犘犽，并且假定犔犻和犔犼（犻

≠犼）是独立的。令

犃＝

犃１

犃２



犃

熿

燀

燄

燅犽

，犘＝

犘１

犘２



犘

熿

燀

燄

燅犽

（５）

及

犖＝犃
Ｔ犘犃，犖犻 ＝犃

Ｔ
犻犘犻犃犻 （６）

于是，Ｈｅｌｍｅｒｔ方差分量估值由下式确定
［１４］：

犞Ｔ
犻犘犻犞犻 ＝ ［狀犻－２ｔｒ（犖

－１犖犻）＋ｔｒ（犖
－１犖犻

　犖
－１犖犻）］·^σ

２
犻 ＋ ∑

狀

犼＝１，≠犻

ｔｒ犖－１犖犻犖
－１犖（ ）犼 ·^σ

２
犼

犻＝１，２，３，…，犽 （７）

式中，狀犻为第犻类观测值的个数，犖犻为对应的法矩

阵，犖－１为总法矩阵的逆阵。^σ
２
１，^σ

２
２，^σ

２
３……^σ

２
狀可通

过解下列犽个方程求得
［１４］：

犝１犝１^σ
２
１＋犝１犝２^σ

２
２＋…＋犝１犝狀^σ

２
狀 ＝犞

Ｔ
１犘１犞１

犝２犝１^σ
２
１＋犝２犝２^σ

２
２＋…＋犝２犝狀^σ

２
狀 ＝犞

Ｔ
２犘２犞２

…

犝狀犝１^σ
２
１＋犝狀犝２^σ

２
２＋…＋犝狀犝狀^σ

２
狀 ＝犞

犜
狀犘狀犞狀

（８）

其中，

犝犻犝犻 ＝狀犻－２ｔｒ（犖
－１犖犻）＋ｔｒ（犖

－１犖犻）
２ （９）

犝犻犝犼 ＝ｔｒ（犖
－１犖犻犖

－１犖犼），（犻≠犼） （１０）

　　利用上述公式进行计算，其工作量非常大，特

别是式（９）、式（１０）的计算，涉及到４个大型矩阵

的乘积。这对于海量的卫星重力数据处理而言，

一般的ＰＣ机或服务器将难以完成（需要高性能

的计算机或采用并行算法）。为克服这一困难，可

通过近似 Ｈｅｌｍｅｒｔ公式进行计算
［１５１６］：

σ^
２
犻 ＝

犞Ｔ
犻犘犻犞犻

狀犻－ｔｒ（犖
－１犖犻）

（１１）

　　显然，利用近似 Ｈｅｌｍｅｒｔ方差分量估计可大

大简化计算过程，减少计算存储量。本文将采用

这一近似公式进行ＣＨＡＭＰ重力场的恢复。

基于方差分量估计的ＣＨＡＭＰ重力场恢复

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对星载加速度计数据进行重新标定，本文

采用现有重力场模型标定法［１１］；

２）利用卫星轨道数据和标校后的加速度计

数据，计算卫星高度处的扰动位；

３）对观测值进行分类（本文以１．５ｈ为一观

测弧段），选取各观测弧段的单位权方差因子的初

值，通常取σ^
２
１＝^σ

２
２＝…＝^σ

２
狀＝１，由此确定各弧段

观测值的权矩阵；

４）每个弧段形成法方程犖犻^犡＝犅犻，其中犖犻＝

犃Ｔ犻犘犻犃犻，犅犻＝犃
Ｔ
犻犘犻犔犻；

５）累加各弧段的法方程，形成总的法方程

犖^犡＝犅，其中犖＝∑
犽

犻＝１

１

σ^
２
犻

犖犻；犅＝∑
犽

犻＝１

１

σ^
２
犻

犅犻；

６）求解法方程，得到参数估值 犡^＝犖－１犅及

残差向量犞犻＝犃犻^犡－犔犻，计算各弧段的单位权方

差因子σ^
２
犻＝
犞Ｔ
犻犘犻犞犻
狉犻

，其中狉犻＝狀犻－
１

σ^
２
犻

ｔｒ（犖－１犖犻）；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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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重复步骤５）～步骤６），直至循环收敛。

３　计算与比较

　　利用能量守恒方法，由动力法或约化动力法

轨道计算出的重力场在一定程度上受定轨中所采

用的先验重力场模型的影响［７，１０，１１］。克服这一影

响的有效措施是采用几何法轨道，因为几何法定

轨不采用任何先验重力模型［１０，１１］。为此，本文采

用ＴＵＭ 提供的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０３年２月共

１００ｄ的几何法轨道和ＧＦＺ提供的加速度计数据

进行重力场模型恢复，模型阶数为５０，采用方差

分量估计方法获得的模型记为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

（Ｘ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

ｐｉｎｇ，ＸＩＳＭ），而最小二乘估计获得的模型记为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２。数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这样

共有约１００×２８７９＝２８７９０个观测历元，参数个

数为２５９７个。利用牛顿数值微分公式并辅助移

去恢复方法计算卫星速度，具体参见文献［１１］。

采用不同重力场模型位系数差的阶方差评定本文

解算出的重力场模型精度［１１］。

图２为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

０３Ｓ、ＥＩＧＥＮ２、ＥＩＧＥＮ１Ｓ 和 ＥＧＭ９６ 模 型 与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 模 型 的 位 系 数 差 的 阶 方 差。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２００５ 年最新公布）是由

ＣＨＡＭＰ、ＧＲＡＣＥ卫星观测数据加入地面重力

数据获得的高精度３６０阶地球重力场模型
［１７］，它

用到的ＣＨＡＭＰ数据和地面重力数据与ＥＩＧＥＮ

ＣＧ０１Ｃ模型相同，而 ＧＲＡＣＥ数据量大大增加

（近两倍）。

图２　位系数差的阶方差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

笔者还对采用方差分量估计方法获得的重力

场模型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与用最小二乘估计得

到的重力场模型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２进行了比较。

图２（ｂ）给出了其位系数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

位系数差值阶误差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模型的可

靠程度和精度，取前３０阶、４０阶、５０阶位系数分

别计算区域为：经度－１５０°～１５０°，纬度－６０°～

６０°，间隔为１°的网格点的重力异常值，这样共有

３６４２１个格网值，并与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模型的计

算 值 进 行 比 较，同 时 也 给 出 了 ＥＧＭ９６、

ＥＩＧＥＮ１Ｓ、ＥＩＧＥＮ２、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０３Ｓ 以 及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２的比较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格网点的重力异常差值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重力场模型 阶数
最大值

／ｍＧａｌ

最小值

／ｍＧａｌ

标准偏差

／ｍＧａｌ

３０ ０．６７３ －０．６７９ ０．１５３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 ４０ ２．１４５ －２．４４０ ０．５８３

５０ ５．９１７ －６．０１５ １．１３３

３０ １．０４６ －１．３０２ ０．２３９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２ ４０ ２．７６１ －２．４３４ ０．６２８

５０ ５．９３９ －６．１１０ １．１８２

３０ １．６６４ －１．６４５ ０．４０３

ＥＧＭ９６ ４０ ５．４５５ －５．１４８ ０．７８７

５０ ９．１８７ －９．２１３ １．２９７

３０ １．３９３ －１．３００ ０．３０７

ＥＩＧＥＮ１Ｓ３０ ４０ ４．６８６ －３．８６８ １．０３３

５０ １４．８６０ －１８．２７７ ２．７０７

３０ ０．３７５ －０．３８６ ０．１０４

ＥＩＧＥＮ２ ４０ １．３７７ －１．２１９ ０．３４０

５０ ７．６０９ －７．０４８ １．２１０

３０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８ ０．０４６

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０３Ｓ ４０ ０．４９９ －０．４８４ ０．１３１

５０ １．５３６ －１．２９７ ０．３４６

　　１）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ＥＩＧＥＮ２和 ＥＩＧＥＮ

ＣＨＡＭＰ０３Ｓ模型的低阶位系数有很好的一致

性，但随着位系数阶数的增加，ＣＨＡＭＰ０３Ｓ模型

的精度要优于其他两个模型。

２）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模型明显优于同阶次

的ＥＧＭ９６模型和 ＥＩＧＥＮ１Ｓ模型，前３０阶与

ＥＩＧＥＮ２精度相当，３０～４０阶比ＥＩＧＥＮ２模型略

低，而４０～５０阶精度优于ＥＩＧＥＮ２模型。总体

而言，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１Ｓ模型与ＥＩＧＥＮ２模型最

为接近，其精度相当。

３）由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１Ｓ 模 型 与 ＥＩＧＥＮ

ＣＧ０３Ｃ模型前３０、４０、５０阶位系数获得的重力异

常差值的标准偏差分别为０．１５３ｍＧａｌ、０．５８３

ｍＧａｌ和 １．１３３ ｍＧａｌ，明 显 优 于 同 阶 次 的

ＥＧＭ９６、ＥＩＧＥＮ１Ｓ结果。由 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１Ｓ

模型前３０、４０位系数获得的重力异常的精度略低

于ＥＩＧＥＮ２模型计算结果，而前５０阶精度优于

ＥＩＧＥＮ２模型。总体而言，与ＥＩＧＥＮ２模型精度

相当。与 ＥＩＧＥＮＣＧ０３Ｃ 模型最为接近的是

ＥＩＧＥＮＣＨＡＭＰ０３Ｓ模型。

４）无论从位系数差值阶方差或重力异常方

面进行比较，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模型的精度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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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２模型，这说明了利用方差分

量估计方法恢复ＣＨＡＭＰ重力场模型的有效性。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能量守恒方程，提出了基于方差分

量估计的ＣＨＡＭＰ重力场恢复方法，该方法可合

理确定各弧段观测值的权，平衡它们在参数估计

中的贡献大小。本文基于１００ｄ的ＣＨＡＭＰ几何

法轨道，利用上述方法获得了５０阶次地球重力场

模型ＸＩＳＭＣＨＡＭＰ０１。该模型不受任何先验重

力场模型影响，所包含的仅仅是ＣＨＡＭＰ测定的

重力场信息，其精度明显高于同阶次的ＥＧＭ９６

模型和ＥＩＧＥＮ１Ｓ模型，而与同阶次的ＥＩＧＥＮ２

模型精度相当。但在实际计算中，观测数据还不

可避免地存在粗差影响，为抵制这一影响可采用

抗差方差分量估计方法［１８］，进行ＣＨＡＭＰ重力

场的恢复，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致谢：德国 ＧＦＺ 数据中心提供了所需的

ＣＨＡＭＰ加速度计数据，慕尼黑技术大学的

Ｇｅｒｌａｃｈ和Ｓｖｅｈｌａ两位学者提供了ＣＨＡＭＰ几

何法轨道，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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